
海关电子报关数据填制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2021_2022__E6_B5_B7_E

5_85_B3_E7_94_B5_E5_c27_30294.htm 海关电子报关数据填制 

报关企业向海关传送的电子报关数据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

着通关效率。为规范电子报关数据的填制，提高通关速度，

现以天津海关审单处编写的《天津海关电子报关数据填制规

范》为例，谈一下电子报关数据填制规范，供参考。 注意：

该《规范》的编撰与刊印，目的在于指导报关人员规范填制

电子报关数据，提高企业通关速度，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援引此书作为法律依据将是无效的。由于目前电子报关程序

尚在继续完善中，因此《规范》中有关内容如与海关新规定

有不符之处，以海关新规定为准。 天津海关审单处 一、海关

编号 指海关接受申报时给予报关单的编号，并确保在同一公

历年度内,能按进口和出口唯一地标识本地区的每一份报关单

。海关编号为9位数码，前两位为分关（办事处）编号，除转

关运输外,其应与进口／出口口岸一致，其中进口分别为：01

津关；02新港；03开发区；04东港；05塘办；06邮办；07机场

；08保税区；09蓟县；10武清；20保税处核销补税。出口分

别为：51津关；52新港；53开发区；54东港；55塘办；56邮办

；57机场；58保税区；59蓟县；60武清。第三位年度，后六

位为顺序编号。 根据本关区的特点，特作如下规定： 1、开

发区、保税区、武清、蓟县海关注册的企业只能在注册地海

关通关，不得越区通关；上述区域性海关也不得越权验放口

岸货物； 2、外地企业及上述四个分关以外注册企业应在新

港、东港、塘办、机场、业务处通关； 3、天仁、燕京两条



船不得在东港通关；4、经营及收货单位均为外地企业且海运

拼箱不得在业务处通关。 二、预录入编号 指申报单位或预录

入单位对该单位填制录入的报关单的编号,用于该单位与海关

之间引用其申报后尚未批准放行的报关单。 报关单录入凭单

的编号规则由申报单位自行决定，预录入报关单及EDI报关单

的预录入编号由接受申报的海关决定编号规则,计算机自动打

印。 三、备案号 此项指进出口企业在海关办理加工贸易合同

备案或征、减、免税审批备案等手续时，海关给予《进料加

工登记手册》、《来料加工及中小型补偿贸易登记手册》、

《外商投资企业履行产品出口合同进口料件及加工出口成品

登记手册》（以下均简称《登记手册》）、《进出口货物征

免税证明》（以下简称《征免税证明》）的编号。 备案号长

度为12位，其中第1位是标记代码。备案号的标记代码必须与

“贸易方式”及“征免性质”栏目相协调，例如：贸易方式

为来料加工，征免性质也应当是来料加工，备案号的标记代

码应为“B”。该项与经营单位、收发货单位、征免性质、商

品编号、品名、数量、币制、成交总价、原产地、目的地、

征免规定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1．加工贸易合同项下货物，

使用《登记手册》的,必须在报关单备案号栏目填报《登记手

册》的十二位编号,不得为空。少量低价值辅料，即5000美元

以下、78种客供辅料，按规定不使用《登记手册》的，该栏

为空，其客供合同号应录入在第三十五项下。 2.凡涉及减免

税备案审批的报关单，本栏目为《征免税证明》编号，不得

为空. 加工贸易货物转为享受减免税(指《登记手册》的设备

转为投资设备等)或需审批备案后办理形式进口的货物，进口

报关单的备案号为《征免税证明》等审批证件的编号，出口



报关单为《登记手册》编号。出口报关单有《征免税证明》

的, 《征免税证明》号应录在备注栏内,审单处无需对其电子

数据进行核注。 3.按海关总署通知，为加强对加工贸易货物

异地进出口的监管，方便企业合法进出，促进加工贸易的健

康发展，海关总署决定自1999年底起在天津海关全关区进行

加工贸易计算机管理中期核注及异地报关备案资料计算机互

为口岸的传输。凡进出口口岸涉及天津海关所辖口岸的，企

业应向合同主管海关保税部门提出异地报关申请，由主管海

关办理有关资料传输并核发《登记手册》后，方可到天津海

关办理保税货物进出口报关手续。合同发生变更时，企业应

在主管海关办理合同变更手续，并由主管海关将变更后的合

同资料传输到天津海关后，方可继续到天津海关办理保税货

物进出口报关手续。对正在执行尚未核销的经天津口岸报关

进出口的加工贸易《登记手册》，企业应向原备案海关保税

部门提出异地报关申请，在办理有关备案资料传输手续后，

方可继续到天津海关办理保税货物进出口报关手续。目前，

除西藏地区外，其它地区均采用数据网络传输办法。 4.如海

关签发的加工贸易手册或减免税证明所列货物名称笼统或归

类有误的，应做退单或删单处理，同时要求货主到加工贸易

手册或减免税证明的签发部门办理更改手续。 5. 如海关签发

的加工贸易手册中所列货品的审批单价与实际申报单价不符

的，应做退单或删单处理，同时要求货主到加工贸易手册签

发部门办理更改手续。 四、进口口岸／出口口岸 指货物实际

进（出）我国关境口岸海关的名称。 本栏目应根据货物实际

进（出）口的口岸海关选择填报《关区代码表》中相应的口

岸海关名称及代码。 加工贸易合同项下货物必须在海关核发



的《登记手册》（或分册，下同）限定或指定的口岸海关办

理报关手续，《登记手册》限定或指定的口岸与货物实际进

出境口岸不符的，应向合同备案主管海关办理《登记手册》

的变更手续后填报。 进口转关运输货物应填报货物进境地现

场海关名称及代码，出口转关运输货物应填报货物出境地现

场海关名称及代码。按转关运输方式监管的跨关区深加工结

转货物，出口报关单填报转出地现场海关名称及代码，进口

报关单填报转入地现场海关名称及代码,该项业务在调入地海

关办理手续。其他未实际进出境的货物，填报接受申报的现

场海关名称及代码。 五、合同协议号 指进出口货物合同协议

的全部字头和号码。凭《登记手册》、《征免税证明》申报

的进出口货物，所填合同号必须与上述手册或证明所填合同

号完全一致。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必须填写合同号,即应向海

关提供的合同。 七、进口日期／出口日期 进口日期指运载所

申报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的日期。本栏目填报的日期必

须与相应的运输工具进境日期一致。 出口日期指运载所申报

货物的运输工具办结出境手续的日期。本栏目供海关打印报

关单证明联用，预录入报关单及EDI报关单均免于填报。 加

工贸易结转深加工货物、保税仓库二次报关货物等无实际进

出 境的报关单填报办理申报手续的日期。本栏目为6位数，

顺序为年、月、日各2位。 八、申报日期 指海关接受进（出

）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申请办理货物进（出）口

手续的日期。 除特殊情况外（船放、舱单未到或紧急物资）

，进口日期与申报日期必须符合正常逻辑，即进口日期应早

于或等于申报日期,出口日期应晚于或等于申报日期。预录入

及EDI报关单填报向海关申报的日期,与实际情况不符时,由审



单关员按实际日期修改批注。 本栏目为6位数，顺序为年、

月、日各2位。 九、经营单位 指对外签订并执行进出口贸易

合同的中国境内企业或单位。 特殊情况下确定经营单位原则

如下： 1.援助、赠送、捐赠的货物，经营单位为直接接受货

物的单位； 2.进出口企业之间相互代理进出口，或没有进出

口经营权的企业委托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代理进出口的，

经营单位为代理方。 3.为便于核销征免税证明,外商投资企业

委托外贸企业进口投资设备、物品的，经营单位为外商投资

企业, 外贸企业名称应录在备注栏内。 外商投资企业不得为

其他公司作进出口代理。 十、企业编码 本栏目应为经营单位

编码，经营单位编码为十位数字，指进出口企业在所在地主

管海关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时，海关给企业设置的注册登记编

码。 本栏目与第九项有直接关系,第十项录入时输入企业十位

编码，而后自动生成第九项。企业十位编码，第一、二位为

进出口企业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三、四位是省辖

市代码，第五位是市内经济区划代码，第六位是企业类型代

码，第七至十位为顺序号。 十一、企业性质 本栏目填入经营

单位的企业性质，分为国营、合资、合作、独资、集体等，

与经营单位编码第六位必须一致。 十二、提运单号 指进出口

货物提单或运单的编号。 该项与运输方式,运输工具,进出口

口岸有联带关系。 本栏目填报的内容应与运输部门向海关申

报的载货清单所列相应内容一致。 一份报关单只允许填报一

个提运单号，一票发票货物对应多个提运单时，应分单填报

。 具体要求如下： 1.江海运输为进口提单号或出口运单号；

2.铁路运输为运单号； 3.汽车运输的，本栏目为空； 4.航空运

输填报分运单号,无分运单的填报总运单号； 5.邮政运输为邮



政包裹单号； 6.无实际进出境的，本栏目为空； 7.路运转关

进口货物申报时，提单号为空，第16项为＠加16位转关准单

编号； 8.空运转关进口货物申报时,直转天津的本栏目为空；

9.出口转关运输无法确定提运单号时，本栏目可以为空； 10.

旅客携带货物应向货管现场报关的,本栏为海关扣留物品凭单

编号或代保管物品凭单编号。 十三、收货单位／发货单位 收

货单位指已知的进口货物在境内的最终消费、使用单位。 包

括： 1．自行从境外进口货物的单位； 2．委托有外贸进出口

经营权的企业进口货物的单位。 发货单位指出口货物在境内

的生产或销售单位。包括： （1）．自行出口货物的单位； 

（2）．委托有外贸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出口货物的单位。 

本栏目应填报收、发货单位的中文名称或其海关注册编码。

加工贸易报关单的收、发货单位应与《登记手册》的“货主

单位”一致。 十四、境内目的地/境内货源地 境内目的地指

已知的进口货物在国内的消费、使用或最终运抵地。 境内货

源地指出口货物在国内的产地或原始发货地。 该项进口时应

为境内最终目的地代码，出口时为境内货源地代码。 本栏目

应根据进口货物的收货单位、出口货物生产厂家或发货单位

所属国内地区,并按海关规定的《国内地区代码表》如实选择

填报相应的国内地区名称或代码。 十五、运输方式 指载运货

物进出关境所使用的运输工具的分类。 本栏与运输工具,提运

单号,进出口口岸有联带关系。 本栏目应根据实际运输方式按

海关规定的《运输方式代码表》选择相应的运输方式。特殊

运输方式，按如下原则填报： 1．非邮政方式进出口的快递

货物，为实际运输方式； 2．进出境旅客随身携带的货物，

应为其他,不为航空； 3．进口转关运输货物，为载运货物抵



达进境地的运输工具，出口转关运输货物，为载运货物驶离

出境地的运输工具； 4．无实际进出境的，根据实际情况选

择填报《运输方式代码表》中运输方式“0”（非保税区运入

保税区和保税区退区）、“1”（境内存入出口监管仓库和出

口监管仓库退仓）、“7”（保税区运往非保税区）、“8”

（保税仓库转内销）或“9”（其他运输）。 十六、运输工

具名称 指载运货物进出境的运输工具名称或运输工具编号。 

本栏目与运输方式, 提运单号,进出口口岸有联带关系。本栏

目内容应与运输部门向海关申报的载货清单所列相应内容一

致。 一份报关单只允许填报一个运输工具名称。 具体填报要

求如下： （1）江海运输的，应为船名及航次； （2）汽车运

输的，应为该跨境运输车辆的国内行驶车牌号码； （3）铁

路运输的，应为车次或车厢号，以及进出境日期； （4）航

空运输的，应为航班号以及进出境日期,总运单号. （5）邮政

运输的，应为邮政包裹单号以及进出境日期； （6）进口转

关运输的，应为“@” 16位转关运输准单编号.出口转关运输

只需填报转关运输标志“@”. （7）无实际进出境的加工贸

易报关单按以下要求填报： 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及料件结转

货物，应先办理结转进口报关，并在结转出口报关单本栏目

为转入方关区代码（两位）及进口报关单号，即“转入XX（

关区代码）XXXXXXXXX（进口报关单号）”。按转关运输

货物办理结转手续的，按上列第6项规定填报。 加工贸易转

内销货物（含转为享受减免税进口的货物），应先办理转内

销进口报关，进口报关单本栏目应为实际运输工具名称，出

口报关单本栏目应为转入方关区代码（两位）及进口报关单

号。 （8） 进出境旅客随身携带的货物，本栏为空。 上述规



定以外无实际进出境的，本栏目为空。 十七、申报单位 指对

申报内容的真实性直接向海关负责的企业或单位。 自理报关

的,应填报进出口货物的经营单位名称及代码.委托代理 报关

的,应填报经海关批准的专业或代理报关企业名称及代码。该

栏目应如实填写专业报关企业或自理、代理报关企业名称及

代码。 十八、贸易方式(监管方式) 指海关的监管方式，它是

以国际贸易中进出口货物的交易方式为 基础，结合海关对进

出口货物的征税、统计及监管条件综合设定的海 关对进出口

货物的管理方式。 本栏与第三项备案号、二十二项征免性质

、四十八项征免规定有直 接关系。本栏目应根据实际情况，

并按海关规定的《贸易方式代码表》选择填报相应的贸易方

式简称或代码。 一份报关单只允许填报一种贸易方式。 加工

贸易报关单特殊情况下的审核要求： 1.少量低值辅料(既5000

美元以下、78种以内的低值辅料)按规定不使用《登记手册》

的, 辅料进口报关单填报“低值辅料”，出口报关单填报“一

般贸易”，使用《登记手册》的,按《登记手册》上的贸易方

式填报； 2.三资企业按内外销比例为加工内销产品而进口的

料件或进口供加工内销产品的料件，进口报关单应为“一般

贸易”，三资企业为加工出口产品全部使用国内料件的出口

合同，成品出口报关单应为“一般贸易”； 3.加工贸易料件

结转或深加工结转货物，应与批准的贸易方式一致； 4.加工

贸易料件转内销货物(及按料件补办进口手续的转内销成品)

应填制进口报关单,本栏目填报“(来料或进料)料件内销”.加

工贸易成品凭《征免税证明》转为享受减免税进口货物的,应

分别填制进、出口报关单,本栏目填报“(来料或进料)成品减

免”； 5.加工贸易出口成品因故退运进口及复出口，以及复



运出境的原进口料件退换后复运进口的，填报与《登记手册

》备案相应的退运(复出) 贸易方式简称或代码； 6.备料《登

记手册》中的料件结转入加工出口《登记手册》的，进出口

报关单均应为“进料余料结转”； 7.保税工厂加工贸易进出

口货物，应与《登记手册》的贸易方式一致。 十九、征税比

例／结汇方式 征税比例仅用于“非对口合同进料加工”贸易

方式下（代码“0715”）进口料、件的进口报关单，填报海

关规定的实际应征税比率，例如5％填报5，15％填报15。 出

口报关单应填报结汇方式，即出口货物的发货人或其代理人

收结外汇的方式。本栏目应按海关规定的《结汇方式代码表

》选择相应的结汇方式名称或代码,不应为空。 二十、起运

国/运抵国 起运国（地区） 指进口货物起始发出的国家（地

区）。 运抵国（地区）指出口货物直接运抵的国家（地区）

。该栏与第二十一项,四十一项有一定的联带关系。各类退运(

复出)货物除外,起运国与原产国必须一致，运抵国与指 运港

必须一致。对发生运输中转的货物，如中转地未发生任何商

业性交易，则起、抵地不变，如中转地发生商业性交易，则

以中转地作为起运／运抵国（地区）填报。本栏目应按海关

规定的《国别（地区）代码表》选择填报相应的起运国（地

区）或运抵国（地区）中文名称或代码。 无实际进出境的，

本栏目填报“中国”（代码“142”）。 二十一、装货港／指

运港 装货港指进口货物在运抵我国关境前的最后一个境外装

运港，与提单上的装货港必须一致。 指运港指出口货物运往

境外的最终目的港，最终目的港不可预知的，可按尽可能预

知的目的港填报。 本栏与第二十项,四十项有一定的联带关

系. 本栏目应根据实际情况按海关规定的《港口航线代码表》



选择填报相应的港口中文名称或代码。 无实际进出境的，本

栏目填报“中国境内”（代码“0142”）。 二十二、征免性

质 指海关对进出口货物实施征、减、免税管理的性质类别。 

本栏与第三项备案号、十八项贸易方式、四十八项征免规定

有直接关系。一份报关单只允许填报一种征免性质。 本栏目

应按照海关核发的《征免税证明》中批注的征免性质或根据

实际情况按海关规定的《征免性质代码表》选择填报相应的

征免性质简称或代码。 加工贸易报关单本栏目应按照海关核

发的《登记手册》中批注的征免性质填报相应的征免性质简

称或代码。 特殊情况填报要求如下： 1.保税工厂经营的加工

贸易，根据《登记手册》填报“进料加工”； 2.三资企业按

内外销比例为加工内销产品而进口料件，应为“一般征税”

或其他相应征免性质； 3.加工贸易转内销货物，按实际应享

受的征免性质应为（如一般征税、科教用品、其他法定等）

； 4.料件退运进出口(复出)、成品退运进出口货物应按《贸

易方式 与征免性质逻辑对应关系》表选择填报； 5.加工贸易

结转货物本栏目为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